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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使用移动设备进入大楼，不仅仅是要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还需要提供更佳的解决方案。

人们对非接触应用与技术，如近场通信 (NFC) 和蓝牙的信任和使用，正在不断增长。在移动性和云计算时代，企业越来越关注安全性
以及对实体环境的保护。正确实施移动门禁可颠覆我们的开门方式。

有鉴于此，我们特编制本移动门禁配置指南，帮助回答两个关键问题：

 • 实现移动门禁的底层技术有哪些？
 • 实施移动门禁控制需要具备哪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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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了解关于移动门禁技术的哪些知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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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两种通信标准可用于移动门禁：近场通信 (NFC) 和 Bluetooth Smart。选择哪种标准进行部署主要取决于您需要解决方案做什么。  

Bluetooth Smart

Bluetooth Smart（又称低功耗蓝牙 [BLE]）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无线技术。Bluetooth Smart 可在保持相似通信范围的同时，大大降低功耗和
实施成本。

Bluetooth Smart 正在应用于支付、家庭娱乐和安全等行业。到 2018 年，超过 90% 的支持蓝牙的智能手机有望成为 Smart Ready 设备。1

 • Bluetooth Smart 的较长读取距离达到 10 米及以上。
 • 只要所在位置不影响信号强度，即可将读卡器安装在门的安全侧或进行隐藏式安装。
 • Bluetooth Smart 支持 Android 和 iOS 设备。

关键要点：Bluetooth Smart 可以近距离和远距离操作，同时支持 iOS 和 Android 设备，而且功耗较低。这种通信标准最适合具有混合设备
用户群和需要远距离激活的环境。

1  Bluetooth SIG, Mobile Telephony Market，访问日期：2015 年 8 月 10 日

通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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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C

NFC 是一种无线通信技术，可让智能设备（包括嵌入式标签）在非常短的距离（通常为 10 厘米或更短）内建立射频通信。

NFC 标准支持四种操作模式： 

 • 读取/写入模式：智能设备能够通过 NFC 读取存储在嵌入式 NFC 标签、标签等上的信息。
 • 端到端：智能设备可通过 NFC 交换数据。 
 • 卡仿真：智能设备可通过 NFC 用作非接触式智能卡。 
 • 主机卡仿真：软件应用程序可以仿真非接触式凭证。

到目前为止，iOS 还不支持 NFC 标准。

关键要点：在HCE模式下运行的NFC标准是适合近距离应用（小于10厘米或直接轻敲接触）（不包括 iOS设备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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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C Bluetooth Smart

标准化组织 ISO/IEC Bluetooth SIG

距离 < 10 厘米 > 10 米 

芯片需要电源 否 是

无线数据速率 424 kbit/s 1 Mbit/s

支持的操作系统（用于 
移动门禁控制应用程序）

Android 6.0+ 
Windows Phone 8.1 +

iOS 9 +
Android 6.0 +
Windows Phone 8.1 +

凭证的存储 在设备操作系统（主机卡仿真）中进行编码；可通过受信执行环境或 
MDM 系统进一步保护

在设备操作系统中进行编码；可通过受信执行环境或 MDM 系统进一
步保护

事务体验 轻叩
轻叩
远程触发
手势

常见门禁控制用例
标准（单门）
附近有很多门的位置（如会议中心）
安全因子组合（如手机 + PIN）
需要计数事务时

标准（单门）
远距离（如停车场大门、车库）
隐藏式读卡器

NFC 与 Bluetooth Smart – 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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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架构 

移动设备、读卡器和锁具是受安全技术（如强加密和多层身份验证）保护的集成基础架构的组成部分，它们可以通过基于云的门户应
用程序进行管理。下面概况介绍这些技术的连接方式。

网络技术

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是互联网区域网络 (IAN)。它被定义为通过互联网协议 (IP) 在云环境中连接语音和数据端点的通信网络。此概
念无需传统的众多地理位置参考，如局域网/广域网 (LAN/WAN)，因为它支持虚拟化的应用程序和服务，不再局限于物理位置。

关键要点： 局域网（IAN）可以支持云中的虚拟化应用程序。对于移动门禁应用，IAN为基于云的操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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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技术

客户端脚本编写，使开发人员能够根据常见的桌面操作系统行为设计用户界面。客户端脚本编写功能与服务器端技术相结合，可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允许管理员通过安全的网络连
接在其网络浏览器中远程执行管理、配置、报告或故障排除任务。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允许将门户与后端系统进行集成。对于移动门禁控制，管理门户可与企业的门禁控制系统 (ACS) 和移动设备管理 (MDM/EMM) 系统集成，以无缝管理用户和
用户组、角色和门禁权限、身份和设备。 

关键要点：门户技术为管理和报告功能提供人性化网络体验。它们还能够连接到后端系统，带来操作效率和无缝的用户体验。 

Position of Rollovers HID Mobile Access® 门户登录、
管理、ACS 设置、库存

HID Mobile Access 门户 API 移动身份识别卡数据由 
iCLASS SE® 读卡器验证，并

将可信身份数据传输到执行正
确操作的面板

移动设备借助 Seos® 技术通过 HID 
移动应用程序（或具有 HID 移动应
用程序 SDK 的第三方应用程序）

与 iCLASS SE® 读卡器通信移动身份识别卡信息以无线
方式安全地传输到手机中

最终用户安全管理员通过自己
的业务应用程序（如门禁控制
系统）管理设备、用户和移动

身份识别卡

客户后端系统（如身份管理
系统、预订系统、门禁控制

系统、人力资源系统）

“轻叩”或
“Twist and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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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

云计算是指通过网络访问和使用（共享）计算资源（如存储空间、计算能力、服务器）“即服务”。云计算解决方案能够在远程数据中心存
储和处理数据，这些数据中心通常归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所有。通过本地浏览器功能、定义的接口和协议访问这些服务。 

云计算的主要促成技术是虚拟化。虚拟化是指创建与底层物理硬件和软件分开的虚拟机、逻辑桌面、服务器或存储空间。虚拟资源可由
多个客户共享。按需分配使用，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

越来越多的组织使用基于云的资源和应用程序达成各种目的。这主要归因于宽带网络和计算硬件不断扩大的容量和性能。优点包括：

 • 降低成本（无需购买和管理硬件和软件）。
 • 可扩展性。
 • 位置独立性。
 • 通过更好的协作提高生产力。

关键要点：基于云操作系统的移动门禁解决方案可提高运营效率，例如易于扩展，并可集中管理多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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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技术

在使用网络和云资源存储、访问和处理关键数据时，确保安全性至关重要。可通过虚拟专用网络 (VPN) 在不受信任的公用网络（如 
Internet）上建立对私有（企业）网络的安全访问。 

加密通过将敏感信息编码为需要解密密钥才能读取数据的方式保护敏感信息。 

加密只能保护信息的机密性，但不能保护其真实性。因此，另一个重要的安全方面和最佳实践是多层身份验证。登录时，必须要求用
户通过多层身份验证协议证明他们是经授权用户。 

更重要的是，服务提供商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持应用程序和数据安全，如防火墙和入侵保护、高安全策略、服务器操作系统强化、
安全补丁管理等。

关键要点：遵循最佳实践的移动门禁解决方案应该采用多层身份验证协议并提供静态数据保护，以防止未经授权进入系统和保护敏
感的身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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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施移动门禁控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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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

实施移动门禁控制时，底层架构包含的不仅仅是移动设备。它还包括读卡器选择、交易安全性、移动应用程序集成和潜在的后端集成。 

在决定采用某种技术之前，请考虑以下几点：

 • 需要用于哪些门禁控制场景？
 • 移动门禁控制在这些场景中扮演什么角色？
 • 目标是组合使用移动设备和智能卡，还是过渡到只使用移动设备？
 • 如何确保所有门禁场景（进出门、访问数据和云应用程序）的安全性、隐私性和便利性？
 • 系统将服务多少位用户？
 • 要分配和管理哪些不同的角色和门禁权限？
 • 需要建立哪些新的流程或政策？
 • 如何将移动门禁控制与后端系统相集成？
 • 将门禁控制和凭证管理与移动设备管理 (MDM/EMM)、目录服务和其它系统集成是否可行？
 • 哪些区域需要支持移动门禁：停车场、主入口门、电梯、办公室门等？
 • 哪些通信标准支持我需要支持的用例？
 • 如何确保服务器、移动设备和读卡器之间的无线通信安全？
 • 如何确保在移动领域的投资能够在未来得到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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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安全的移动门禁环境

优质移动门禁控制解决方案通过多层身份验证来处理安全身份，从而确认身份的真实性，
并验证身份数据是否来自受信任来源。 

管理移动身份识别卡 

应通过集中管理平台制作和管理移动身份识别卡。向门禁控制系统和移动设备传输敏感
的身份数据时应确保通信的安全性和隐私性。

物理和逻辑门禁控制的多层身份验证 

与由低频传统技术驱动的外形因素不同，智能设备可通过多层身份验证提高整体安全性。 

选择读卡器和锁具 

读卡器和锁具需支持您选择的移动门禁控制解决方案。在需要满足合规计划或增强隐私
和保护需求的用例中，还要考虑解决方案支持这些功能的能力。

配置移动身份识别卡 

适当的安全基础架构应支持无线传输安全移动身份识别卡信息，以便制作、发行和撤销丢
失或失窃的凭证。管理门户还应提供监视和修改安全参数的功能。

移动应用的环境

部署移动门禁控制需要无缝的端到端系统，包括智能设备、移动身份识别卡、读卡器、锁具和服务。实施移动门禁控制的组织应重点考虑以下方面： 



14成功部署移动门禁应具备的知识

考虑因素

管理考虑因素

如何管理移动身份识别卡取决于不同的因素：

 • 范围（仅物理门禁或统一门禁解决方案）
 • 用户和角色
 • 安全级别
 • 位置数量
 • 每个用户需要支持的设备数量

管理门户应该支持移动身份识别卡的整个使用寿命。对移动身份识别卡进行集中化、基于云的管理和安全的无线管理非常可取。自
动配置移动身份识别卡信息、批量上传多个用户配置文件和批量通知功能可以提高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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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考虑因素

移动门禁解决方案应采用安全至上的设计理念。管理移动设备上的敏感身份数据需要全面了解端到端安全性：如何制作移动身份识别卡？如何在整个使用寿命内管理它们？如何将移
动身份识别卡信息安全地存储在手机上？攻击可能来自多个方向，所用工具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 

必须对移动身份识别卡进行加密，以防篡改。所有移动身份识别卡和用户信息应通过加密操作进行保护。管理移动身份识别卡的应用程序应该在专用的沙箱中运行，以确保未经授权
的应用程序无法访问或修改数据。最佳做法是禁止将已越狱或取得 root 权限的设备用于商业用途。 

与实体卡一样，移动设备也会丢失。如果配置的设备丢失、失窃或受损，应很容易撤销移动身份识别卡的门禁权限。如果找到或更换设备，它应该很容易再次配置。各组织应建立报告流
程，并将之纳入健全的政策。

要进一步降低失窃设备的影响，可对设备进行配置，使之在解锁后仅能与读卡器相互协作。当然，还要保护门禁控制中心、管理门户、移动设备和读卡器之间的通信。对通信进行端到端
加密保护个人数据并防止克隆。最佳做法是使用受信后端服务，独立于所用的实际通信协议工作。 

用于授权配置移动身份识别卡的的邀请码也要使用一次性密码 (OTP) 安全技术予以保护。确保基于云的管理应用程序得到适当保护也很重要。强烈建议采用多层身份验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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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移动的读卡器

读卡器必须支持您选择的通信标准。在需要渐进式迁移的情况下，读卡器应该尽可能具有互操作性，以支持不同的门禁控制技术。

在实施不同的移动门禁控制应用时，读取距离是另一个重要因素。鉴于非接触式技术的特性，有效读取距离可能会因读卡器安装环
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使用的智能设备类型也会影响读取距离。此外，根据环境微调读取距离并针对所需打开模式（远距离、轻叩或
基于手势的运动）配置读卡器也是重要的功能。

用户体验

采用移动门禁控制解决方案的企业应该将重点放在用户体验上，因为用户体验和认可是成功的关键。

无论何时实施新型解决方案，都要仔细考虑它对用户及其日常活动的影响。要获得认可，新型移动门禁控制解决方案必须提供优于
其它外形因素的用户体验。第一印象常常是持久的印象。 

移动门禁体验必须简单、直观，最重要的是便捷。正确实施的移动解决方案可为门禁控制带来创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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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技术如何，移动设备在改变出入门禁方式方面都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方法。然而，必须审视哪些移动技术可帮助组织为员工
创造最佳的出入体验。

企业在实施移动门禁控制之前，应注意以下几点：

 • NFC 是近距离应用（小于 10 厘米或通过“轻叩”直接接触）的理想选择。
 • Bluetooth Smart 可以近距离和远距离操作，同时支持 iOS 和 Android 设备。
 • 通过云访问的移动门禁解决方案能够提供可扩展的集中管理。
 • 移动门禁解决方案应采用多层身份验证协议，以保护敏感数据。

了解移动门禁如何使组织受益。

结论

了解更多信息

https://info.hidglobal.com/2020pacsapac11extendmobwebcontactsalesmobileaccesscn_lp.html 
https://info.hidglobal.com/2020pacsapac11extendmobwebcontactsalesmobileaccesscn_l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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